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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論題部分：（50 分）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論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一、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為幫助各國城市因應快速增加的老年人口，在 2007 年推動高齡

友善城市的理念，推動指引中提出八大面向，呼籲各國共同推動，也作為工作的指

標。請問這八大面向指的是什麼？臺灣目前人口老化的情形如何？國內推動高齡友

善城市的狀況為何？（25 分） 

二、試說明登革熱（Dengue fever）的疾病描述（disease description），以及說明如何在社

區應用大眾傳播媒體進行登革熱防治衛生教育宣導計畫。（25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6418 
本測驗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共25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1 登革熱（Dengue fever），是一種由登革病毒所引起的急性傳染病，依據不同的血清型病毒，分為幾種型別？ 
兩種 三種 四種 五種 

2 依照長期照顧服務法之定義，長期照顧指身心失能持續已達或預期達多久以上者，依其個人或其照顧者之需要，

所提供之生活支持、協助、社會參與、照顧及相關之醫護服務？ 
6 個月 9 個月 1 年 1 年半 

3 下列何者不是長期照顧服務法所列出的提供方式？ 
居家式 社區式 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 醫療機構住院式 

4 醫院自活體摘取器官施行移植手術，需要符合之規定如下，其中何者錯誤？ 
受移植者限捐贈者二親等以內之血親或配偶 
捐贈者應為 20 歲以上，且有意思能力 
經捐贈者於自由意志下出具書面同意，及其最近親屬之書面證明 
捐贈者經專業之心理、社會、醫學評估，確認其條件適合，並提經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審查通過 

5 下列有關安寧緩和醫療條例名詞定義，何者錯誤？ 
安寧緩和醫療是指為減輕或免除末期病人之生理、心理及靈性痛苦，施予緩解性、支持性之醫療照護，以增進

其生活品質 
末期病人是指罹患嚴重傷病，經醫師診斷認為不可治癒，且有醫學上之證據，近期內病程進行至死亡已不可避

免者 
維生醫療是指用以維持末期病人生命徵象，且有治癒效果的醫療措施 
維生醫療抉擇是指末期病人對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施行之選擇 

6 醫療服務的全球化是近年來公共衛生發展的重要現象，其模式大致包括下列四大類，其中何項敘述錯誤？ 
落後國家病人前往富裕國家取得價格較低廉或較不受管制的醫療服務 
結合觀光旅遊與健康保健等活動的商業化醫療 
落後國家的醫事人力前往富裕國家提供醫療服務 
透過資訊傳輸的遠距醫療 

7 下列有關傳播的敘述何者錯誤？ 
傳播是訊息接收者在特定情境中互動的結果 
傳播可藉由說話、寫作或形像，將觀念及知識與他人分享、傳遞或交換 
人際傳播是人類互通訊息最常使用的管道 
小眾傳播是指資訊在小團體中或少數人群中傳遞的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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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下列有關個人層次傳播理論中之「預防注射理論」的敘述何者錯誤？ 
將預防注射的概念運用在防止不良行為的產生時稱為「行為的預防注射」 
預防注射理論特別適用於預防小學生產生不健康的行為 
「行為的預防注射」最好的注射時間點應該是小學階段或由小學進入中學的轉換階段 
「社會預防注射理論」則適用於在面臨轉換工作的中年人 

9 世界衛生組織 2002 年指出基因改造食品的安全評估應進行各項調查，下列何者不屬其中之一？ 
毒性  可減低過敏反應的傾向 
轉殖基因的安定性  整體營養素攝取上的影響 

10 傷害防制的介入策略，最常見的是 3 個 E 的策略，請問下列何者不屬其中的一項？ 
Empowerment （賦權） Education （教育） Engineering （工程） Enforcement （法律） 

11 下列何者不屬於臺灣藥物安全監視之範圍？ 
新藥安全監視 疫苗副作用監視 西藥摻加中藥監視 大陸中藥製劑監視 

12 下列有關登革熱防治的方法，何者最正確？ 
整理環境，清除孳生源  噴灑農藥，消滅病媒蚊 
施打登革熱疫苗  服用抗登革熱口服藥 

13 我國菸害防制經過多年的努力，終於有顯著成果，下列有關菸害防制法立法過程之敘述，何者正確？ 
菸害防制法於立法院首次通過是在 1995 年 最新修正通過的菸害防制法是在 2009 年 
第一次開徵菸品健康捐每包 5 元是在 2003 年 菸品健康捐共開徵三次，目前已達每包 25 元 

14 修正後的菸害防制法大幅限縮吸菸地點，下列何者為合法吸菸地點？ 
24 小時營業之 KTV、網咖 汽車旅館房間 
晚上 9 點以後營業且 18 歲以上始能進入之酒吧 火車站及月台 

15 有關傳染病的計算，下列何者錯誤？ 
致死率 =死亡人數 /發病人數 致病力 =發病人數 /暴露人數 
感染力 =感染人數 /暴露人數 毒力 =嚴重症狀人數 /發病人數 

16 每一種傳染病都有其特殊傳播因素，可大致歸類不同的傳染途徑：①空氣傳播 ②糞口傳播 ③蟲媒傳播 ④垂
直傳播，請依序排列下列疾病的傳播途徑為何：肺結核、B 型肝炎、登革熱、傷寒？ 
①②③② ①②③① ①④③④ ①④③② 

17 全球正面臨老年人口的增加，請問臺灣現在是處在那個階段？ 
>7%高齡化社會 >14%高齡社會 >20%超高齡社會 >25%極高齡社會 

18 請問渥太華憲章五大行動綱領是指下列那五項？①促進健康 ②建立健康的公共政策 ③特殊保護 ④早期診
斷 ⑤早期治療 ⑥創造支持性環境 ⑦強化社區行動 ⑧發展個人技能 ⑨限制殘障 ⑩調整健康服務方向 
①②④⑥⑦ ①②③⑨⑩ ②⑥⑦⑧⑩ ②⑤⑦⑧⑩ 

19 為讓疾病能早期發現與早期治療，政府提供 30 歲以上婦女每年 1 次子宮頸抹片檢查、65 歲以上老人每年 1 次的
成人預防保健服務等，請問這些健康服務是屬於公共衛生三段五級預防中的那一項？ 
初段預防第一級 初段預防第二級 次段預防第三級 末段預防第四級 

20 請問下列那項為老化指數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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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一般來說，行政的決策風格可分為四種：直接型、分析型、概念型及行為型，試問下列那一種不是直接型決策風
格之特點？ 
追求效率和邏輯  極低模糊的忍受度 
力求理性  運用廣泛資訊，評估多數可行方案 

22 下列何者不屬於健康促進學校工作的內容？ 
制定社區衛生政策 提供校園內健康服務 強化學校社會環境 與社區建立合作關係 

23 請問醫療網計畫其所依據的法源為何？ 
衛生福利部組織法 行政程序法 醫師法 醫療法 

24 近年來，我國食品衛生問題事件頻傳，HACCP 是目前食品生產管制最常用的門徑，下列那一項不是 HACCP 的
七大原則或步驟？ 
危害評估  設置管制程序與標準 
建立管制監測系統  強化實驗設備與檢驗技術 

25 流行病學中，兩個以上的致病因子常會呈現交互作用。慢性砷中毒對肺癌的作用，會因為累積抽菸量而加強，請
問這是屬於何種作用？ 
表徵作用 潛力作用 干擾作用 協同作用 


